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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簡介： 

 

謝政凱 

個性鮮明，可以為學生赴湯蹈火的老師，跟學生們相處像是兄弟朋友。用他的方

法讓學生體會到比起課業更重要的事。 

 

林金鋒 

活潑外放，衝動不知節制。政凱看見他的本性，花許多心思在他身上，希望可以

解決家庭問題帶給他的影響。有極高美術天分。 

 

父親／父親 

金鋒的老爸，腳受傷以前是流氓，抽煙喝酒嚼檳榔，對家庭責任感低。受傷之後

用暴力應對所有事情，妻兒深受其害。 

 

母親／陳美華 

金鋒的母親，因不識字的關係而養成自卑的個性，跟著過去傳統方式配對成婚，

守著家庭辛苦賺錢把金鋒養大，希望他可以好好念書成材，但也支持兒子希望他

快樂。 

 

陳筱潔 

金鋒的女朋友，長得漂亮卻對自己沒有自信，深怕金鋒一不小心就分手，對金鋒

的脫序行為會進行勸阻，但往往起不了作用。 

 

李宜蓁 

有正義感、個性急躁，但卻十分有責任心。班上的衛生股長，但做的事情已經超

越班長許多，希望能夠得到認同的眼光，跟筱潔是好朋友。 

 

吳明勳 

個性內向，講話比較溫柔，常常被金鋒三人組欺負。成績很好，老師眼中的乖學

生。喜歡攝影卻沒有人知道。 

 

王柏偉 

林金鋒的小弟，經常一起為非作歹，將金鋒視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朋友。腦袋比

較鈍，常附和明洋說的話，也常講錯話。 

 

錢明洋 

也是林金鋒的小弟，較機靈，常與柏偉兩人一搭一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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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景： 

舞台後方有幾套課桌椅，像是在教室一樣。每一場除特別說明以外，皆不燈暗換

景。每一場景皆有說明如何轉換。藉由課桌椅的組合擺設出不同的空間。 

 

劇情大綱： 

當年因為一場衝突，讓政凱失去了導師身分，與情感深厚的班級切割。多年後的

同學聚會，雖然政凱缺席了，但他對學生的影響仍留在每個人的心裡。本劇藉由

倒敘一場衝突，回看一段關於愛、勇氣、成長以及原諒的故事。 

  



4 
 

序場、多年以後的校園 

 

△ 上舞台課桌椅區燈暗，下舞台燈亮。 

△ 筱潔快步進場。 

 

筱潔：呼，還好趕上了。 

 

△ 筱潔看了看手錶，發現沒有人來，拿出手機打電話。 

△ 電話鈴聲在遠處響起。 

△ 筱潔往聲源走去。 

 

筱潔：李宜蓁（大聲），你到了嗎？ 

 

△ 筱潔持續移動，靠近舞台邊緣時，手機鈴聲停了，筱潔低頭想再撥出一次。 

△ 李宜蓁跳出。 

 

宜蓁：花癡潔！ 

筱潔：（嚇到）啊！你很煩耶！幹嘛嚇我啦！什麼花癡潔，你才是蓁雞婆咧！ 

宜蓁：欸欸，真雞婆比假雞婆好吧。 

筱潔：這倒是真的。 

宜蓁：（看了看周圍）怎麼？臭男生還沒到啊？ 

筱潔：你看看，改不了雞婆的本性吧。 

宜蓁：欸欸，如果我不管這件事情的話，我們兩個是要在這邊等到天荒地老啊，

那這樣就不用辦什麼同學會，我們直接去逛街SHOPPING、喝下午茶就好

啦！ 

筱潔：也對，那怎麼辦？ 

宜蓁：我打電話給兩個兔崽子，你呢，打電話給金鋒。 

 

△ 筱潔臉垮下來，往旁邊走了幾步。 

 

宜蓁：怎麼了啦？還會尷尬噢？又不是沒有好的男人。 

筱潔：不是啦。 

宜蓁：啊不然是怎樣？ 

筱潔：也沒有怎麼樣，只是覺得好像有什麼沒有講開。 

宜蓁：齁～有什麼好講開的啦，反正他去追他的夢，你走你的路，有緣就會再一

起，沒緣就不會在一起，這不是很簡單嗎？ 

筱潔：你現在倒是講得很豁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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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吳明勳進場。 

 

宜蓁：吳明勳！ 

 

△ 兩個女生上前。 

 

明勳：ＨＩ。 

筱潔：很帥嘛！ 

宜蓁：男大１８變喔。 

明勳：你要講女大１８變我也不介意。 

宜蓁：噗，這麼開放。 

明勳：還好吧。 

筱潔：唉，是可遠觀不可褻玩焉啊！ 

宜蓁：誰說不能玩的，姐姐現在年紀到了，生冷不忌。 

 

△ 宜蓁上前要騷擾明勳。 

 

明勳：你不要亂摸啦。 

宜蓁：大家好姐妹一場，借摸一下啦。 

明勳：你走開啦，我男朋友會生氣啦。 

 

△ 明勳推開宜蓁，眾人停下動作。 

△ 兩女對看。 

 

兩女：男朋友？！ 

 

△ 兩女七嘴八舌。 

 

兩女：他長什麼樣子啊……你現在放這麼開噢……你們交往多久了啊……家人知

道嗎……他身材怎麼樣……怎麼沒有一起帶過來…… 

 

△ 柏偉、明洋一起跳出。 

 

柏偉、明洋：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！ 

 

△ 眾人停下動作看了一眼柏偉、明洋後，兩女又繼續糾纏明勳。 

 

明洋：欸欸，你們也差不多一點，稍微尊重一下好嗎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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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偉：對啊。 

 

△ 兩女硬要搶走明勳的手機。 

 

柏偉：欸！肖查某。 

 

△ 眾人停下動作，明洋在一旁目瞪口呆看著柏偉。 

 

宜蓁：你叫誰肖查某，你完蛋了。 

 

△ 宜蓁拿起包包就要上前去打柏偉，眾人勸阻。 

△ 柏偉跑給宜蓁追。 

△ 明洋收到簡訊。 

 

明洋：好了！（大聲阻止眾人） 

 

△ 眾人停下動作。 

 

明洋：不要玩了啦！老大說他不來了。 

 

△ 眾人安靜，氣氛改變。 

 

短停頓 

 

筱潔：算了啦！不要等他了，我們先進學校看看吧。他有他自己的安排啦，有緣

就來，沒緣就不來。 

宜蓁：看這麼開噢？ 

 

△ 筱潔擠出笑容，離場。 

△ 眾人跟著離場。 

△ 鐘聲。 

 

廣播ＯＳ：各班級畢業生請往禮堂移動，畢業典禮將在八點準時開始，重複一次，

還沒進到禮堂的同學，請盡速往禮堂移動，配合大會流程，報告完畢。 

 

第一章、 一年後的教室 

 

△ 上舞台教室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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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燈光轉換。 

△ 林金鋒上場，穿著制服，拿著書包。 

△ 林金鋒坐下看著前方。 

△ 謝政凱從金鋒背後進，站在旁邊看了他一下。走到舞台前緣，做出擦黑板以

及拿粉筆寫字的動作（無實物）。 

 

謝政凱：同學來準備上課，沒帶課本的站起來，今天我們要講第五課，漏網之魚。

（轉身）同學為什麼不站起來？ 

 

△ 林金鋒笑了一下。 

 

金鋒：根本沒有這一課。 

謝政凱：我是老師，你管我教什麼。 

金鋒：我是學生你管我要不要學。 

謝政凱：你不用學啊，你就是教材。 

金鋒：蛤？ 

謝政凱：大家都去禮堂要準備畢業了，你這個漏網之魚還死賴在這裡幹嘛？ 

金鋒：關你屁事啊。 

謝政凱：你如果是屁孩，那就關我屁事。 

金鋒：誰說我是屁孩啊。 

謝政凱：該做的事情不做，耍孤僻，這不是屁孩是什麼？ 

金鋒：跟大家一起進禮堂門口很擠欸，我大牌，可以晚一點到。 

謝政凱：我不是在說這件事。 

金鋒：那不然是什麼？ 

謝政凱：你明明知道。 

 

△ 謝政凱正經地看著林金鋒。 

 

金鋒：我不知道啦。 

 

△ 林金鋒起身離開。 

 

謝政凱：你會怕噢！ 

 

△ 林金鋒停下腳步。 

 

金鋒：誰怕啊。 

謝政凱：不怕就去做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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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鋒：做什麼啦，做愛噢。 

謝政凱：做愛，做的事啊。 

金鋒：你在講三小啦。 

謝政凱：做你真正愛做的事。 

金鋒：……你們大人很奇怪ㄟ，說不能做愛又叫人家做愛。 

謝政凱：你明明知道我在說什麼。 

金鋒：不知道啦！幹。 

 

△ 林金鋒離開。 

 

謝政凱：你有種就去做，不要拿家人當藉口，臭卒仔，沒種，幹。 

 

△ 林金鋒轉身推開桌子，向謝政凱衝，作勢要打老師。 

△ 謝政凱一動也不動看著林金鋒，林金鋒拳頭還沒打到謝政凱前就停了下來。 

△ 兩人僵持了一下，林金鋒把手收下。 

 

謝政凱：還這麼衝？ 

金鋒：你不怕我真的揍下去噢？ 

謝政凱：反正我欠你一拳啊。 

 

短沉默 

 

金鋒：……老師，對不…… 

謝政凱：（打斷林金鋒的話）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當時的事不是你的錯，過去就

算了，上來畫畫。 

 

△ 謝政凱做出拿起一支粉筆的動作。 

△ 林金鋒猶豫。 

 

謝政凱：就當做最後送給我的禮物。 

金鋒：隨便畫噢。 

謝政凱：好啊。 

 

△ 林金鋒接過粉筆，面對觀眾畫畫，樣子認真。 

△ 音樂進，燈光轉換。 

 

第二章、兩個月後的金鋒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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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謝政凱看著林金鋒慢慢往後退，舞台上有飾演父母親的演員出來把桌椅擺成

客廳沙發以及桌子，謝政凱持續在舞台前緣畫畫。 

△ 換景完成後，父親從拿出啤酒罐，跛腳走往椅子，癱坐在沙發上。 

△ 母親看了一下父親，無奈地搖搖頭，嘆氣，離場。 

 

父親：林──金──鋒──來幫我抓龍（台語：按摩）── 

 

△ 林金鋒在舞台前緣聽到聲音，不耐。 

 

父親：死囝仔快點給恁爸出來！ 

 

△ 林金鋒一手塞住耳朵，另一支手繼續畫。 

△ 母親進場。 

 

母親：他在念書，你不要番啦！ 

 

△ 父親把手中的啤酒罐丟向母親。 

 

父親：番三小啦！恁爸叫囝仔不行嗎？幹！ 

 

△ 林金鋒放下手中的筆，走進幕裡。 

△ 母親被嚇到。 

 

父親：幹這個字怎麼寫你知道嗎？等你知道怎麼寫再來管我啦！ 

 

△ 林金鋒進場。 

 

金鋒：幹你機掰，幹破你祖公，幹殺小幹啦！ 

 

△ 母親在一旁拉住金鋒。 

△ 父親上前想打兒子，林金鋒也不退讓。 

 

父親：恁爸今天沒有把你打死，恁爸跟你姓。 

金鋒：你頭殼有問題嗎？你本來就跟我姓，你白癡啊。 

母親：弟弟啊，你少說幾句。 

父親：你閃開，不要擋在這裡。 

母親：囝仔人不懂事，你不要跟他計較。 

父親：都幾歲了還囝仔人，沒被人打過才不知好歹啦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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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鋒：你才不知好歹咧，整天躺在那邊跟垃圾一樣，也不去工作，憑什麼管我！ 

父親：恁爸一天沒死，就可以管你到死！ 

金鋒：那你卡緊死一死好了！ 

母親：弟弟啊！（大聲） 

父親：就是你這個沒讀書教出來的囝仔，才會這樣沒大沒小，叫恁爸去死，你就

是都不管他，他才變這樣啦。 

金鋒：變怎樣？ 

父親：一天到晚不讀書，回來就關在房間裡畫圖，畫什麼死人骨頭，畫圖可以當

飯吃嗎？ 

金鋒：你有給我飯吃嗎？錢是母親在賺，飯也是她在煮，你除了喝酒你還會幹嘛！ 

父親：你說什麼瘋話，要不是我腳受傷，我就…… 

金鋒：你活該啦，流氓老爸生流氓囝啦！ 

母親：你不要再講了啦！ 

父親：你老師實在沒用，上次沒把你打死，今天我來打…… 

 

△ 林金鋒情緒激動，推開母親上前跟爸爸扭打。 

 

金鋒：你講三小。 

 

△ 母親仍然上前拉住兒子。 

△ 三人拉扯。 

△ 母親在過程中被推倒。 

 

母親：你們不要再打了啦！（激動） 

 

△ 林金鋒用力把爸爸推開，衝到母親身旁。 

 

金鋒：媽，你有沒有怎樣。 

母親：（痛苦樣）沒事啦，你不要再打了啦！你爸管你也是為你好。 

金鋒：我管他去死。 

父親：死囝仔。 

 

△ 父親上前作勢要打林金鋒。 

△ 林金鋒一手扶著母親，身體想要起身對抗爸爸。 

△ 母親拉下林金鋒擋在他前面。 

 

母親：（哽咽）你要打就打死我好了，我的兒子我自己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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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父親停下手。 

 

父親：隨便你啦！ 

 

△ 父親生氣下場。 

△ 林金鋒把母親扶起來坐。 

 

金鋒：你有沒有怎麼樣？ 

母親：沒事啦，你乖一點，我就沒事了。 

金鋒：是他自己先惹我的。 

母親：你不要這麼衝，你爸爸他也是有苦衷的。 

金鋒：有什麼苦衷？啤酒太苦噢。 

母親：不好笑。你不要這樣啦，他也是很擔心你。 

金鋒：擔心我什麼？擔心他自己就好了啦。 

母親：他就是擔心你像他一樣，小時候跟人家在外面混，長大了就當流氓。 

金鋒：我又沒有跟人家混。 

母親：我知道，可是你也跟人家打架鬧事啊。 

金鋒：現在很少了啊。 

母親：有就有，很少跟很多還不是都一樣。 

金鋒：至少不會像他一樣笨到被人家砍斷腳。 

母親：林金鋒！（態度驟變） 

金鋒：好啦。 

母親：你爸爸他也不願意，他們家那邊的環境就是這樣，所以我才一定要把你帶

出來住！ 

金鋒：他可以選擇不要啊，你也不用這麼辛苦。 

母親：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他想要的。 

金鋒：嗯。 

母親：不管怎麼樣，他還是你爸爸，而且他現在已經有在改了，他現在這個樣子，

也沒有多少兄弟來跟他聯絡。唉，腿斷了也好，就不會像以前那樣了。 

金鋒：怎麼覺得他腿斷掉你比較開心？ 

母親：你不要亂講。反正你好好唸書賺大錢，不用像我這樣連字都不會寫，出去

被人家笑。 

金鋒：誰敢笑你我揍他。 

母親：又來了！你專心讀書讓我趕快退休我最開心。 

金鋒：好啦！我知道啦！ 

母親：喜歡畫畫很好，可是…… 

金鋒：（切斷母親的話）好啦！我知道啦！我扶你進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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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林金鋒扶母親起來，兩人下場。 

 

母親：媽媽能教你的不多，你自己要加油。 

金鋒：你教我很多了啦！ 

 

第三章、一個月後的校園回收場 

 

△ 林金鋒走出，衣服釦子沒扣。把桌椅弄亂，場上的啤酒罐留著，像是回收場。 

△ 林金鋒攤在椅子上，一副疲累的樣子。從口袋拿出菸。 

△ 柏偉、明洋從旁邊聊天走出。 

△ 兩人看到金鋒正準備抽菸，趕緊上前。 

 

明洋：老大老大，跟你擋一根。 

柏偉：兩根。 

金鋒：你們兩個看到菸比看到我還開心。 

明洋：老大，怎麼會呢？我們對你的心意有如滔滔江水。 

柏偉：連綿不絕啊。 

明洋：啊啊啊啊！（故作回音） 

金鋒：學狗來看看。 

兩人：旺旺旺…… 

 

△ 柏偉、明洋兩人搖著屁股學狗。 

 

金鋒：靠！還真的學咧，不要鬧了，給你給你。 

 

△ 林金鋒朝天空丟了兩支菸，柏偉跟明洋兩人跳起來接，像狗接木棍一樣。 

 

兩人：謝謝老大。 

金鋒：不客氣，反正我沒打算借你們打火機。 

 

△ 兩人趴在地上發出哀嚎聲，學小狗乞求的樣子。 

 

金鋒：好了啦，白癡噢！拿去啦！ 

 

△ 林金鋒遞上打火機。 

△ 兩人點火。 

△ 林金鋒躺回椅子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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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洋：老大，心情有沒有好一點？ 

金鋒：靠！你知道我心情不好噢？ 

柏偉：你心情不好都嘛來這裡。 

明洋：嗯啊！教官不會來，又沒人管。 

柏偉：以前政凱還會來這裡抓人，現在不用擔心了。 

明洋：你白癡噢。 

 

△ 明洋推了柏偉一下。 

 

柏偉：幹嘛？ 

 

△ 明洋比了比林金鋒，向柏偉擠眉弄眼。 

 

柏偉：（緊張地）我的意思是說，現在政凱不擔心我們了，所以不會來抓我們了。 

明洋：你到底在說什麼啦！ 

柏偉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啦。 

明洋：那就閉嘴啊你！抽菸啦！ 

 

△ 兩人快速吸著菸。 

△ 林金鋒依舊望著天空。 

△ 明勳帶著掃具經過。 

△ 柏偉、明洋兩人見獵心喜。 

 

柏偉：欸欸，是娘砲ㄟ。 

明洋：娘娘駕到！（大聲） 

明勳：白癡。 

 

△ 柏偉、明洋兩人吃驚。 

△ 林金鋒彈起身，來到明勳面前。 

△ 明勳被突然起來的林金鋒嚇到。 

 

金鋒：你剛剛說什麼？道歉。 

 

△ 明勳沒說話。 

△ 明洋、柏偉上前。裝腔作勢，柏偉假裝刺了明洋一刀。 

 

明洋：唉唷！我的心受傷了，好痛啊。 

柏偉：我的精神需要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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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洋：怎麼覺得突然間有風吹過來，娘娘的。 

柏偉：你怎麼變得甲甲的。 

 

△ 兩人笑。 

 

明勳：白癡。 

 

△ 明勳轉身離開。 

△ 林金鋒上前抓住他。 

 

金鋒：叫你道歉你聽不懂嗎？ 

明勳：你放開我！ 

金鋒：道歉你聽不懂啊！ 

 

△ 明勳推開林金鋒轉過身拿起掃具亂揮。 

 

明洋：又要拿東西亂揮了嗎？ 

柏偉：這次沒有老師了喔。 

明勳：我才不怕你們咧，你這個王八蛋，把老師弄走的王八蛋。 

金鋒：弄走老師的是你吧，我操你媽的死ＧＡＹ砲！ 

明勳：我就是ＧＡＹ我就是ＧＡＹ你怎麼樣，至少我才不會出賣老師！事情會變

成這樣還不是你害的！ 

金鋒：我害的？我操你媽死沒覽教的，你要我跟大家講那天發生的事嗎？ 

明勳：隨便你啦，反正你就是人渣，廢物！老師花這麼多時間在你身上，你還這

樣對他，你根本就不像老師講的那樣！ 

 

△ 明勳把掃具一丟，轉身就跑走。 

△ 林金鋒愣在原地。 

△ 柏偉跟明洋互看彼此，不知道該怎麼辦。 

△ 明洋慢慢走上前。 

 

明洋：老大啊，不用管一個娘砲講的話啦。 

柏偉：對呀對呀！他只是忌妒老師對你比較好而已。 

明洋：（打了柏偉一下）你真的是白癡。 

柏偉：老大對不起，我掌嘴，我道歉，對不起。 

金鋒：你們都給我滾。 

明洋：老大啊，不要生氣啦，他只是一時講錯話嘛！ 

金鋒：讓我一個人靜一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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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偉：那老大你靜完再…… 

金鋒：（大聲）不要叫我老大。 

柏偉：那不然要叫你什麼？ 

金鋒：總而言之不要叫我老大，不要在我旁邊，不要跟我。 

 

△ 林金鋒把兩人推開，走回椅子，拿出菸要抽。 

△ 柏偉、明洋兩人不知如何是好，站在原地。 

 

長沉默 

 

金鋒：你們不走還站在那邊幹嘛？ 

明洋：我們，我們也不知道可以去哪裡啊。 

柏偉：我們也沒有地方去，沒人會理我們。 

明洋：除了跟在你身邊，我們也不知道可以幹嘛。 

柏偉：我們只想跟你…… 

金鋒：好了啦！幹，越講越噁心。 

 

△ 林金鋒看了一下他們。 

 

金鋒：欸，以後不要再鬧明勳了。 

柏偉：噢，所以那一天是發生什麼事啊？ 

明洋：（摀住柏偉的嘴）你真的是白目到有剩。 

 

△ 林金鋒起身，離場。 

 

金鋒：走啦！吃冰。 

 

△ 明洋、柏偉打鬧，快步跟上，下場。 

 

第四章、一個禮拜後的走廊 

 

△ 宜蓁跟筱潔背著書包，穿著制服走出。 

△ 筱潔低著頭悶悶不樂的。 

 

宜蓁：筱潔，你怎麼了？ 

 

△ 筱潔沒有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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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蓁：是因為老師的事嗎？ 

 

△ 筱潔停下腳步，又搖了搖頭。 

 

宜蓁：大小姐，你什麼都不講，我是要怎麼幫你啦！ 

筱潔：我就沒有要你幫啊！ 

宜蓁：我雞婆不可以啊！ 

筱潔：跟你講又沒有用。 

宜蓁：你沒有講你怎麼知道。 

筱潔：齁，你很煩捏。 

宜蓁：我就是要煩到你講，煩到你受不了，煩到你生不如死，死不如生，生生死

死，死死生生。 

筱潔：好啦，你很煩耶。 

宜蓁：怎樣？要講囉？ 

筱潔：金鋒啦。 

宜蓁：齁！你還管那個爛人幹嘛啦！要不是他今天大家也不會不開心。 

筱潔：我知道啊，可是他也不是故意的。 

宜蓁：你不要再幫他講話喔，這件事情我沒有辦法認同你喔。 

筱潔：我就跟你說跟你講沒有用吧。 

 

△ 筱潔走到台口前坐下。 

△ 宜蓁走到她旁邊坐下。 

 

宜蓁：你就這麼愛他？ 

筱潔：算吧。 

宜蓁：還有不算的噢？ 

筱潔：齁！算啦！ 

宜蓁：那你就應該告訴他，他這樣做很過分。 

筱潔：他知道啦！ 

宜蓁：那還不跟學校解釋。 

筱潔：他有苦衷嘛！ 

宜蓁：是有多苦？有比老師苦嗎？這麼多人指著他罵，他都沒說什麼了。 

筱潔：唉呦！可是他如果承認的話，他不只會被記大過，還會影響到很多人，然

後他就集滿點了耶，他如果被退學，他媽會哭死。 

宜蓁：你不用管他旁邊那兩隻啦。他根本就不應該欺負明勳！ 

筱潔：齁，事情沒有這麼簡單啦。 

宜蓁：你就是這樣縱容他才會這樣。 

筱潔：我之前也有跟他講過叫他不要這樣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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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蓁：你哪有？你就只是，（故意裝嬌嗔）比鼻，你下次不要這麼壞啦。（恢復

正常）這樣哪有用啊！ 

筱潔：我哪有那樣。 

宜蓁：你就有。 

筱潔：他要怎麼樣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，我都已經跟他講了。而且…… 

宜蓁：（緊接）你可以威脅他，如果他再繼續霸凌別人，你就跟他分手啊。 

筱潔：可是，他如果真的跟我分手怎麼辦？ 

宜蓁：你怕什麼！你又不是沒人愛。 

筱潔：……我就是怕啊！ 

宜蓁：到底有什麼好怕的啦！你怕他不愛你，你就不怕大家因為討厭他，也跟著

討厭你嗎？ 

 

短沉默 

 

△ 宜蓁站起來，離開。 

 

筱潔：宜蓁！ 

 

△ 宜蓁站住。 

 

宜蓁：……幹嘛啦！ 

筱潔：我……我怕你討厭我。 

 

△ 宜蓁撇頭看了筱潔一下。 

 

宜蓁：我是討厭你啊，討厭你怕東怕西，討厭你明明就不是這樣的人，可是因為

他，你都變得不像你自己了。 

筱潔：我…… 

 

△ 宜蓁轉過身，走向筱潔。 

 

宜蓁：你就試試看，你就認真地跟他說，要他為自己打算，做一些之前老師希望

他做的事，不要再這樣亂來了。世界上沒有幾個像政凱這樣的老師願意幫

他，如果他不聽，還跟你嘻嘻哈哈，就跟他分手。 

筱潔：他知道啦。 

宜蓁：他如果真的知道就好囉。 

筱潔：欸欸，可是如果他真的跟我分手怎麼辦？ 

宜蓁：齁！我跟你在一起啦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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筱潔：我才不要咧。 

宜蓁：我也不要。 

 

△ 宜蓁走到台前坐下。 

△ 筱潔在後面看著她，慢慢走向前。 

 

筱潔：欸！你不生我的氣囉？ 

宜蓁：誰說的。 

筱潔：欸！ 

宜蓁：幹嘛啦！ 

筱潔：你為什麼總是一副可以把事情處理好的樣子啊。 

宜蓁：幹嘛？你心情好了腦子就壞了嗎？我處理了什麼？ 

筱潔：沒有啊，感覺你跟以前不太一樣了。 

宜蓁：有嗎？ 

筱潔：有啊，有些時候我都覺得你好像老師。 

宜蓁：（笑）差遠了。 

 

短停頓 

 

宜蓁：以前我都急著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完，也會怕做不好。從小我就覺得如果沒

有事情做好，就會被討厭，媽媽會生氣，姐姐會不開心。有一次老師把我

叫到辦公室，（扮演凱博的聲音）欸，李宜臻，你看，國文小考成績要登

記、班遊家長同意書還沒印、便當盒還沒洗、還有要跟你聊一聊。 

筱潔：爆多事的耶，然後呢？ 

宜臻：我就很緊張啊，我建議他，先拿同意書去印，同時間可以去洗便當盒跟登

記成績，還有跟我聊。 

筱潔：超強的你。 

宜臻：結果你知道嗎？他拿出蛋糕，打開電腦玩電動，然後命令我不准動，吃蛋

糕，不然要記我警告說不服從師長命令。 

 

△ 兩人笑。 

 

宜臻：我吃完蛋糕以後，他就東西收一收說回家吧。我超傻眼的。 

筱潔：那事情怎麼辦？ 

宜臻：我也這樣問他啊，他就說，你看，沒做完我現在有怎麼樣嗎？ 

筱潔：很像他會做的事。 

宜臻：總之呢，他叫我放輕鬆。事情不會跑掉，你覺得可以做完，它就一定會做

完，而且可以做得很好。而且有些事真的不用太去計較，（快接）但有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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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也是要很計較啦！ 

筱潔：他真的是奇葩耶。 

宜蓁：嗯啊，你不覺得這些話從他口中講出來特別吸引人嗎？ 

筱潔：嗯。 

宜蓁：總而言之呢，雖然他不教我們了，但他還是我的老師，永遠都是。 

筱潔：沒有轉圜餘地了嗎？ 

 

△ 宜蓁搖搖頭。 

 

宜臻：唉，趁早接受吧，那些家長會也是講不聽啦。 

筱潔：全班聯署也沒有用嗎？ 

 

△ 宜蓁搖搖頭。 

 

筱潔：那怎麼辦？ 

宜蓁：涼拌囉。 

 

△ 宜蓁起身。 

△ 筱潔也起身後，兩人離開。 

△ 鐘聲，燈光轉換。 

 

第五章、三天後的教室 

 

△ 眾人進場，有人拿掃具、有人拿垃圾桶，像是打掃的下課時間一樣。 

△ 眾人一邊打掃，一邊把桌椅排成在教室的樣子。 

△ 柏偉、明洋、金鋒三人在打鬧。 

△ 明勳在一旁默默打掃。 

△ 宜蓁檢察大家的打掃進度，一邊阻止金鋒等三人的打鬧。 

 

宜蓁：快點啦！你們很慢耶。不要玩了啦！ 

柏偉：齁，反正那邊有一個家政婦會掃啊。 

宜蓁：王柏偉！閉上你的臭嘴，去給我打掃廁所。 

柏偉：齁，你在歧視明勳齁。 

宜蓁：我才沒有咧。 

柏偉：那不然你為什麼不叫他去掃廁所？ 

明洋：是因為他不是男生所以不能進男廁。 

柏偉：明勳，宜蓁說你不是男生。 

明洋：沒關係不要難過，你可以掃女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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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兩人笑。 

△ 金鋒、筱潔進。 

 

宜蓁：林金鋒！叫你的兩隻狗閉嘴！ 

金鋒：嘴巴長在他們身上，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。 

宜蓁：筱潔！ 

筱潔：比鼻，你不要這樣了啦！ 

 

△ 柏偉、明洋學筱潔講話。 

 

柏偉：比鼻，你這樣好討厭。 

明洋：比鼻，宜蓁是我的好姐妹，你不要這樣啦。 

金鋒：比鼻，明勳也是好姐妹，我不會這樣了！ 

 

△ 三男極盡各種揶揄之事。 

 

宜蓁：（大聲）你們鬧夠了沒。 

 

△ 宜蓁轉頭看看明勳。 

△ 明勳背對大家哭泣。 

 

金鋒：蓁機婆！關你屁事啊！你以為你很了不起嗎？ 

宜蓁：你才以為你自己了不起咧，你以為把老師弄走很跩嗎？全世界就只有你無

動於衷！ 

金鋒：什麼叫無動於衷！他打人他活該離開啊！ 

宜蓁：你就沒有打人嗎？ 

金鋒：你哪隻眼睛看到我在打人？ 

明洋、柏偉：對嘛對嘛！ 

筱潔：比鼻好了啦！ 

宜蓁：老師一定是瘋了才會一直幫你。 

金鋒：他就是瘋了才會打我啦！最好是幫我。 

宜蓁：你如果沒有頂撞他他會氣到打你？你跟柏偉、明洋如果沒有欺負明勳，他

會打你嗎？你如果用講的會聽的話他會打你嗎？老師從來沒有對你那麼

生氣過。 

金鋒：你又知道發生什麼屌事噢！ 

宜蓁：我看到的就是你在欺負明勳啦！你不念書就算了，還一直惹事生非，手好

好的不拿來畫畫拿去鬧事，筱潔一天到晚擔心你，老師一天到晚幫你擦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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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神經大條還是無能還是根本就是智障！你知不知道

老師拜託美術老師對你有耐心一點，你以為你的打掃區域每次都沒垃圾是

為什麼？是老師偷偷去幫你掃的，班上根本沒有人要幫你。老師都跟大家

說，你只是想要得到人家注意而已，說你其實很有才華只是很皮而已，你

咧！就一直讓他失望，就一直繼續爛下去，今天老師被弄走了，你開心了，

沒有人管你了！你就繼續這樣下去到死好了！ 

金鋒：我幹你娘臻機掰啊！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閉嘴啦！吳明勳就是操他媽沒

覽教，沒種啦！ 

 

△ 宜蓁轉身拉明勳離開。 

△ 明勳走了兩步停了下來，背對著大家。 

 

明勳：（啜泣）老師……都跟我說……你很善良……只是不懂事而已……要我多

包……包容你……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真的好討厭你…… 

宜蓁：（大吼）你開心了吧！ 

 

△宜蓁帶著明勳下場。 

 

第六章、兩天後的會議室 

 

△ 眾人站在原地不動，所有人停止動作。空間像是凝結一樣。 

△ 燈光慢慢聚焦在正中間。 

 

長官ＯＳ：首先謝謝各位家長配合這次的特別會議，也很抱歉在我們的校園裡發

生這樣的事，針對鐘老師毆打二年愛班林金鋒同學事件，請各位提供

寶貴的意見，校方一定會維護師生雙方權益，也會配合家長會這邊的

安排。 

 

△ 謝政凱走到中間的光區裡。 

 

家長甲ＯＳ：到底是什麼原因一個老師會去動手打學生，你們要不要說明一下。  

長官ＯＳ：事發時間在午休時間，林金鋒夥同三位同班同學在廁所喝酒玩鬧，鍾

老師發現後與同學口角，受不了學生一再激怒下做出不當的處理措施，

學務處經他班導師告知後已立即處理。 

家長乙ＯＳ：老師再怎麼樣都不能動手啊，學校容許這種有暴力傾向的老師嗎？

那如果我家小孩成績不好，是不是也要被打？  

謝政凱：我動手是我不對，但我從來不會因為成績不佳而處罰學生。 

家長甲ＯＳ：你有先進行勸導嗎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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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政凱：沒有。 

家長甲ＯＳ：那你有沒收他們的酒嗎？ 

謝政凱：沒有。 

家長甲ＯＳ：你沒發現學生帶了酒，你說有多關心學生我不相信！它不是一張衛

生紙捏，是一瓶酒！  

謝政凱：這是我的疏失。  

家長甲ＯＳ：從頭到尾都是你的錯，那你還動手？！ 

 

△ 眾人附和吵雜。 

 

家長乙ＯＳ：換老師可以嗎？我真的不放心孩子繼續在這種班級上課！昨天我的

小孩聯絡簿才寫，覺得這件事好可怕。我們這些做家長的也都有討

論，實在覺得很荒謬。  

長官ＯＳ：各位家長實在抱歉。 

謝政凱：我會再做調整。 

家長乙ＯＳ：調整？我覺得我的孩子在你調整完以前說不定就被你打了。 

謝政凱：下不為例。 

家長甲ＯＳ：廢話不要這麼多啦，學校要怎麼處置？還是要我找記者來報導？  

長官ＯＳ：學校會安排新的數學老師接替成為班導，一切以學生權益以及各位家

長的意見為優先。 

家長丙：金鋒的媽媽要不要發言一下？ 

家長乙：對啊，老師是不是應該要付醫藥費啊。家長賺錢也很辛苦捏。 

母親：沒關係啦，不用不用啦。那個……歹勢啦，我不識字，不懂什麼權益啦，

我是想說，我跟金鋒爸爸（哽咽）也應該要更關心他，可是，真的很忙（哽

咽）可是他不是壞孩子啦，他只是比較衝動而已，歹勢，讓大家這樣操煩。 

家長乙ＯＳ：沒關係，不能怪孩子，他們有犯錯的權利，問題出在失控的老師。 

母親：那個……其實，謝老師平常也很關心…… 

謝政凱：（緊接）金鋒母親，我做錯事我道歉，其他的家長的意見我也接受。我

只希望他們更好。 

母親：老師…… 

家長乙ＯＳ：我不支持他繼續任教，如果學校決定讓他任教，我一定追訴到底！

而且會重新請家長會調整教師聘任程序。 

家長甲ＯＳ：乾脆現在投票決定吧，不要再拖下去了。  

長官ＯＳ：經過討論後決定由黃瓊華老師適任班導，以升學率最為第一考量，也

會讓謝老師放長假調適。不知道各位董事以及家長還有沒有其他臨時

動議？ 

家長甲ＯＳ：嗯，但現在都還沒聽到老師的道歉呢？  

謝政凱：……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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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謝政凱90度鞠躬。 

 

第七章、當時的廁所 

 

△ 謝政凱持續彎著腰。 

△ 明勳走到下舞台，縮在一個角落，拿出美工刀。 

 

金鋒：你幹嘛！ 

 

△ 林金鋒衝上前。 

 

明勳：你不要過來！（把美工刀向著林金鋒） 

金鋒：好，好，好，你先把刀子放下。 

明勳：我不要！我要讓你們都後悔。 

金鋒：後什麼悔啦！人死掉就什麼都沒有了啦。 

明勳：反正我什麼都沒有了。 

金鋒：你還有宜臻啊，老師啊。你把刀子放下啦！ 

明勳：閉嘴，你們平常兇我還兇不夠嗎！ 

金鋒：好，我跟你道歉，對不起。 

明勳：你知不知道很多事情道歉沒有用？ 

金鋒：我知道。 

明勳：你不知道，你是白癡智障王八蛋。 

金鋒：對，我智障王八蛋，那你趕快把刀子放下，很危險。 

明勳：來不及了，都來不及了。 

金鋒：來得及，你放下就來得及。 

明勳：報名早就過了啦！ 

金鋒：什麼？ 

明勳：（小聲）攝影比賽。 

金鋒：喔（隱約聽到）就一個比賽嘛！還有別的比賽啊。照片再拍就有啦。 

明勳：你懂屁啊！你這樣浪費的人才不懂，你根本就不重視你的畫！ 

金鋒：殺小啦！ 

明勳：那是我的作品，那是我愛的事情，你憑什麼弄爛它。 

金鋒：鬼才知道那個這麼重要！ 

明勳：你以為所有東西都跟你一樣是垃圾一樣廢嗎？ 

金鋒：你幹他媽的說什麼啦！ 

明勳：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的，你就只會講屁話擺爛你還會幹嘛。 

金鋒：你說什麼我聽不懂啦！幹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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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明洋、柏偉打鬧上，看到兩人僵持的局面。 

 

柏偉：哇哇哇，病貓變老虎了。 

明洋：幹！你有讀書捏。 

金鋒：幹，你們兩個閉嘴啦。 

柏偉：老大，不要怕，我們挺你。 

金鋒：挺殺小啦。 

明洋：原來我們的娘ＧＡＹ砲喜歡ＳＭ噢？ 

明勳：你們兩隻狗閉嘴啦。 

明洋：幹！你講什麼啦！我告訴你啦！就算是狗，也是一隻公狗啦，你是嗎？ 

柏偉：對啊，沒懶教沒懶教。 

 

△ 李明勳揮刀上前。 

△ 林金鋒抓住，壓倒。 

 

金鋒：幹你娘，還真的刺！ 

 

△ 明洋跟柏偉在旁邊補踹幾腳。 

 

明洋：超弱的，秒殺！哈哈哈。 

柏偉：打狗也要看主人嘛！笨笨的。 

金鋒：李明勳，你不要再鬧我就放手。 

明勳：幹你娘…… 

 

△ 李明勳因為被壓在地上掙扎，聲音變得像是哽咽。 

△ 李宜臻經過，大叫。 

 

宜臻：你們在幹嘛啦！老師，老師，凱博。 

金鋒：媽的！臻雞婆你不懂就不要亂叫。 

宜臻：老師，林金鋒他們又在欺負明勳。 

 

△ 謝政凱挺起身，衝上前拉開林金鋒。 

 

謝政凱：林金鋒，你幹嘛啦！ 

金鋒：幹你娘你知道個屌啦！ 

謝政凱：做錯事還操他媽的兇殺小！ 

金鋒：我做錯什麼事！我做錯什麼事！ 



25 
 

 

△ 宜臻上前將李明勳扶到旁邊。 

△ 李明勳情緒尚未撫平。 

 

明洋：老師，是李明勳他先拿刀要刺我們的喔。 

柏偉：對啊！而且我們也有看到他拿刀威脅老大喔。 

宜臻：明明就是你們把明勳壓在地上。 

謝政凱：你們兩個先給我走開，去辦公室等我。宜臻你帶明勳去保健室。 

 

△ 宜臻想帶走李明勳，但他卻站著不動。 

△ 明洋跟柏偉敷衍走一兩步。 

 

謝政凱：（對林金鋒）你一定要弄到出事才甘願是不是。 

金鋒：幹。 

謝政凱：幹什麼幹啦！你好好的不畫畫，到底要我怎樣告訴你才會聽？ 

金鋒：你不要跟我扯這個喔。 

謝政凱：好，那不然扯什麼？扯你一天到晚欺負同學？扯你不好好跟家裡溝通？ 

金鋒：我幹你娘機掰！李明勳你講。 

 

△ 林金鋒上前要抓李明勳，被謝政凱抓住擋下。 

 

金鋒：我幹你娘（掙脫衝向李明勳）。 

謝政凱：你夠了沒！ 

 

△ 謝政凱揍了林金鋒一拳。 

△ 宜臻叫了出來。 

△ 明洋、柏偉上前扶助林金鋒。 

△ 李明勳啜泣。 

△ 所有人停止動作。 

△ 李明勳啜泣聲持續。 

 

第八章、在同學會以前 

 

短停頓 

 

△ 謝政凱走到明勳身邊摸摸他的頭。 

△ 謝政凱幫明勳換下制服，裡面是序場時成人的服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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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勳：老師……對不起……當初是……我的錯，才害老師…… 

謝政凱：嗯…… 

 

△ 謝政凱抱明勳。 

 

謝政凱：老師也有錯，我當時沒有問清楚。但是都過去啦，也沒有人再提起了不

是嗎？ 

明勳：可是，可是，沒有被你繼續教，好多人都很難過。 

謝政凱：沒關係，有緣就在一起，沒緣也沒關係啊。我該講的我都有找機會講。 

 

△ 老師走到每一個人身邊。 

△ 走到明洋身邊，同時幫忙把制服換下，變成第一場成人的服裝。 

 

謝政凱：你跟柏偉要互相幫忙，你們個性很合，但你稍微聰明一點點。金鋒如果

真的做錯什麼事，你要提醒你們老大。 

 

△ 走到柏偉旁邊，同樣換裝動作。 

 

謝政凱：你是金鋒旁邊的開心果，要繼續帶給他快樂，讓他知道他不孤單，他跟

家裡的關係，會因為你們改善的。 

 

△ 把柏偉、明洋推在一起。 

 

謝政凱：你們不用怕沒有朋友，好朋友不用多，一個就夠了，你們就是彼此的好

朋友。 

 

△ 走到筱潔旁邊，協助換裝。 

 

謝政凱：金鋒有你這個女朋友實在是上輩子燒了好香，你要提醒他，幫助他，不

要怕他不愛你，你很棒，要相信自己。 

 

△ 走到宜蓁旁邊，把她拉回筱潔身邊，協助換裝。 

 

謝政凱：你能力很好，個性也很好，只是比較急躁而已。不要怕做不完，大家都

看得到你做的事，也都很信任你，你要更相信自己。然後，很多事情，

多給一點時間，你會發現更多更好的。 

 

△ 走到明勳旁邊，把他帶到靠近大家的位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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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政凱：老師知道你很難過，現在或是當時都是。金鋒會有那樣的個性，他也不

懂為什麼，他有他的難處。現在應該知道了吧。你比較細心，比較懂事，

多包容他一點，他其實是個善良的人，這你最清楚了，不是嗎？老師還

有很多不足，要努力的地方，你也原諒老師。 

 

△ 走到林金鋒旁邊，幫他換裝，把他帶到舞台前區，抓出手指像在畫畫一樣。 

 

謝政凱：你有很好的天分，這雙手畫出的線條，是美麗的，這雙眼睛看出去的世

界是彩色的。如果家裡不開心，就畫畫，這樣就不會去做壞事了，慢慢

改變，家裡甚至整個世界，都會因為你而轉變。  

 

△ 走到一個看得到大家的地方。 

 

謝政凱：事情很簡單，不要想複雜了。該教你們的，我都已經教了，就算不在同

一個班級，我相信也會一起往未來前進。 

 

終場、多年以後的以後 

 

△ 謝政凱下場。 

△ 燈光、音樂恢復。 

△ 眾人嚇到。 

 

宜蓁：你怎麼進教室的？！ 

金鋒：這還不簡單，窗戶搖一搖就進來啦。 

明洋：老大真是帥欸！ 

柏偉：寶刀未老喔！ 

宜蓁：啊你不是說不來？ 

金鋒：我什麼時候按照牌裡出牌過？ 

宜蓁：也對啦！  

金鋒：好了！  

 

△ 把粉筆放下，像是畫了很久的畫。  

△ 眾人看。  

 

宜蓁：不錯嘛！  

明洋、柏偉：老大帥耶！  

明勳：我怎麼覺得……很像遺照啊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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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眾人笑。  

 

筱潔：有人問過老師會不會來嗎？  

 

△ 眾人瞬間安靜。  

 

明勳：他…… 

金鋒：（笑）他說，我沒有畫出個什麼名堂，他是不會出現的。 

 

△ 明勳看著林金鋒微笑。 

 

筱潔：所以你決定去紐約了嗎？  

明洋、柏偉：（驚嚇）紐約？  

金鋒：嗯。  

宜蓁：不錯嘛！  

明勳：國外很多很兇悍的ＧＡＹ喔。  

金鋒：不怕，我可以跟ＧＡＹ當好朋友。  

 

△ 林金鋒上前抱住明勳，親了他臉頰一下。  

 

明勳：齁，你很噁心耶，筱潔會吃醋啦！ 

宜蓁：你男朋友才會吃醋吧！ 

 

△ 宜蓁上前戳明勳的腰。  

 

宜臻：欸欸，你男朋友的照片啦。 

明勳：你不要鬧啦！  

筱潔：拿出來（興奮）。  

眾人：拿出來……拿，出，來……拿出來…… 

 

△ 兩女為首，眾人上前包圍明勳，打鬧在一塊兒。 

△ 林金鋒跑著跑著到一旁看著黑板上老師的畫像，再轉身看看大家，繼續加入

戰局。 

△ 燈漸暗。  

 

 

──劇終── 


